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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燔祭 ‧平安祭‧素祭‧赎罪祭‧赎愆祭
任何人到神的面前来，可以献上燔祭，照自己的力量 ─
 有些人比较有钱，可以献牛
 一般人献羊，以色列人很多是养羊的，
他们献上他们所有的
 有一些人比较贫穷，
买鸽子、雏鸟来献上，上帝也悦纳
鸽子、雏鸟来
， 帝 悦
上帝不是看人献上的有多少，
而是看人献上的心是如何？
寡妇把养生所有的二个小钱投在奉献箱里，
上帝就特别悦纳她。
上帝就特别悦纳她

燔祭 ─ 全部在祭坛上用火焚烧，一点都不留，
看到一个人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心。

献祭 ─ 进到上帝面前的经历
祭司的就职 ─ 进到上帝面前的中保

进到上帝面前，过一个敬拜的生活，
 会幕 ─ 客观的预备
 献祭 ─ 基督徒主观的经历
需要有祭司给我们帮助

‧燔祭 ‧平安祭 ‧素祭‧赎罪祭‧赎愆祭

献上的原因 ─ 还愿、感恩、甘心，
有些
有些人经历上帝给他的很大的恩典，心里充满感谢，
帝
很
恩典，
充满感谢，
就献上平安祭作为一个表达。
他献牛 献羊为祭 少部分放在祭坛上焚烧
他献牛、献羊为祭，少部分放在祭坛上焚烧
焚烧，
焚烧，
少部分给祭司，绝大部分跟诸亲好友
好友一起享用
一起享用。
。
亲友问：「你为什么献这个平安祭呢？」
 我经历了上帝极大的恩典
 我曾在危险中，向上帝许愿，
上帝带领我经过这个危难，我现在来还愿
 还有些人，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经历，
就是心里面受到感动，要来献上给神，
还邀请诸亲友一起来享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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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感恩见证聚会，感恩就好，为什么要吃东西呢？
这其实是有圣经的根据的，
人有一个感恩的心向上帝感谢，
他也愿意跟诸亲好友一起来分享，
分享点心的时候，就听见证；
好像深渊与深渊就响 ，
好像深渊与深渊就响应，
这个人作见证，人家就看到
我们的神是活的神、慈爱的神、赐人恩典的神，
在听见证的时候，自己的心里也受到了激励，
然后就有人站起来说 ─我也有一个见证…
我也有 个见证…
聚会从一个人开始，变成大家共同一个感恩的见证聚会
感恩的见证聚会。
 一个人分享喜乐，变成加倍的喜乐
个人分享喜乐，变成加倍的喜乐
 一个人分担难处，变成一半的难处

‧燔祭 ‧平安祭 ‧素祭‧赎罪祭‧赎愆祭
八20

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献在坛上为燔祭。

他们这一个家庭直接跟神负责就可以。
他们这一个家庭直接跟神负责就可以
─亚伯拉罕预备牛羊来献祭，
火炉、火把，从这个祭牲中间经过，
火炉
火把 从这个祭牲中间经过
也是献燔祭，为什么没有平安祭？
因为只有亚伯拉罕 个家庭 由他代表献祭就通通都有了
因为只有亚伯拉罕一个家庭，由他代表献祭就通通都有了。

创世记第十五章

─ 大卫王带领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，
 就献上燔祭跟平安祭，燔祭用火焚烧
 平安祭的祭牲大卫就吩咐把它分送给各家眷，
送给各家眷，
让每一个人在这个中间都有分

撒母耳记下第六章

在经文当中假如献平安祭、也献燔祭，
在
当中假如献平安祭、 献燔祭，
大概都是跟立约是有关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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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约圣经讲到燔祭跟平安祭，常常连在一起，
特别人跟神立约、立约更新的场合。
出廿四5

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
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
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

燔祭 ─ 放在祭坛上面用火焚烧，
放在祭坛上面用火焚烧 一点都不保留
点都不保留，
每一个信主的人，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，
建立个人跟神之间垂直的关系。
建立个人跟神之间垂直的关系

平安祭 ─ 我们在一个团体、是一个团契，
一起在立约的团体、一起都参与中间；
好像十字架，有一根垂直的、有一根水平的，
平安祭建立了跟其他信主的人的水平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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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守圣餐，有同样的原则。
守圣餐是每一个人个人，
守圣餐是每
个人个人，
已经信了上帝、接受耶稣作我们的救主；
可是没有 个人是个别的来守圣餐，
可是没有一个人是个别的来守圣餐
都是在教会里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守圣餐。
 一方面见证个人跟上帝之间垂直的关系
方面见证个人跟上帝之间垂直的关系
 同时见证跟其他弟兄姊妹、
古今中外历世历代的圣徒，
古今中外历世历代的圣徒
在主里面成为属灵的团契，
是 个水平的关系
是一个水平的关系
圣餐不但见证我是属主的人，

更是见证我们在主里合而为一的团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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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祭又被称作谷物祭，

以色列人耕种田地 把初熟的土产献给神。
以色列人耕种田地，把初熟的土产献给

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含意：
1 宣告上帝的主权 ─ 地利是从上帝来的，
1.
地利是从上帝来的
让我可以播种、耕种、收成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
2. 表达感谢 ─ 我愿意把这个地初熟的土产献给神，
我愿意把这个地初熟的土产献给神
从上帝那边得、也完全奉献归给神
3. 求神继续赐恩
求神继续
─ 今年已经有收成了，
今年
还要继续下一年的收成，
求上帝还要继续的赐福
献上素祭 ─
宣告神的主权、对上帝表达感谢、向上帝来求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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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旧约的时候是献牛、羊为祭物，
今天基督徒不需要，为什
为什么？
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成就了这些献祭。
 罗马书第
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
章到十 章 ─ 耶稣基督
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神所预定的祭物
 罗马书第十二章 ─ 保罗劝勉我们
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
 献死的祭物，
献死的祭物 一次献上就没有了
次献上就没有了
 献活的祭物，是要天天更新、天天长进
今天的基督徒，
就要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神，
天天来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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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祭 ─ 像今天教会的什一奉献，
每一个信主的人
每
个信主的人，有上帝给的恩典、才干，能够工作、有收入，
有上帝给的恩典 才干 能够工作 有收入
献上十分之一，让上帝的家里有粮、
神的仆人有金钱供应给生活的需用，
神的仆人有金钱供应给生活的需用
让他们专心的事奉神、牧养我们大家。
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
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，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
倾福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

玛三10

如果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精力、才干、时间，
甚至把整个人完全奉献给神、让神来使用，
甚
整个
奉
神
神来使 ，
那是在奉献上更加的增进，是上帝特别悦纳的。

‧燔祭 ‧平安祭‧素祭 ‧赎罪祭‧赎愆祭

我有一个同学是滕近辉牧师呼召事奉主，
滕牧师就在他圣经上写 ─

一次献上，永不收回。
罗十二2

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

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我给自己的勉励

一次献上
次献上，天天更新。
到现在还是继续这样 ─
愿意更新事奉神。
愿意更新事奉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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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祭
燔祭

素祭

平安祭

属于自愿献的祭，
表明与上帝之间真诚的团契。

赎罪祭

洁净祭

赎愆祭

赔偿祭

属于被迫献的祭，
当神跟人中间的关系被破坏的时候，
上帝给犯罪的人开的一个恩典的门。
这是新增的律法，不是要给人辖制，
而是要给人一个重新得蒙恩典、
恢复跟神团契的机会。

扪心自问，我们多少时候都是会得罪神、得罪人，
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能够进到神面前来呢？
天上的圣所跟罪无关，人带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来见
来见神
神，
可是罪人怎么办呢？
圣经上说 ─罪把神跟人隔断了，
有
有一个阻断的墙，我们不能进到神面前！
断的墙，我 不 进到神面前
金牛犊事件，以色列人犯罪、跟神的关系阻断了，
连建造会幕的工程也停下来了。
连建造会幕的工程也停下来了
摩西就去向上帝祷告、恳求，求上帝赦罪。
上帝另外加上一个给以色列人恢复跟神团契的机会，
就是设立赎罪祭 ─
让犯罪的人借着赎罪祭，恢复跟神之间团契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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赎罪祭就是给犯罪的人，开一个恩典的门，
让他先恢复跟神之间团契的关系，
以后才能够正式的来敬拜神。
利未记第四章 ─ 某某人知道自己所犯的罪，
就要在上帝面前献上赎罪祭。
就要在上帝面前献上赎罪祭
 献祭以前在上帝的眼光看，
这个犯罪的人是死的，至少应该是该死的
 献祭的时候，他把手按在牛或者羊的头上，
代表这个牛、羊替我死，
 献祭以前，我是死的、它是活的
 献祭以后，它已经为我死、我就要为它而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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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自己犯的罪，所献上的赎罪祭
原来的文字是同 个字
原来的文字是同一个字
─ 大卫赎罪的祷告
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神的手在我身上就沉重
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神的手在我身上就沉重；
我愿意在上帝面前陈明我的罪，竟然发现，
在上帝那边已经预备了赎罪祭的恩典在那里。
在上帝那边已经预备了赎罪祭的恩典在那里

诗篇三十二篇

在哪里有罪，那里就有上帝所预备的赎罪祭，
只等犯罪的人回转过来亲近神，
值得我们凭信心来支取。

赎罪祭 ─ 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，
 在他里面，他为我们成就了赎罪祭
在他里面 他为我们成就了赎罪祭
 我们在他里面来支取赎罪祭的恩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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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在一个人单单得罪神，跟得罪人没有关系，
知道自己犯罪了，他就来献上赎罪祭。
献祭的时候要看这个人的身分地位、影响的范围，
 大祭司犯罪 ─ 献一只牛
 官长犯罪 ─ 献一只公羊
 一般的平民百姓
般的平民百 ─ 献母羊
羊
 用在团体 ─ 全国的百姓犯罪，
大祭司代表大家 起来献上赎罪祭
大祭司代表大家一起来献上赎罪祭
 用在物件，好比约柜、会幕、陈设饼桌、金灯台…
可以用赎罪祭来洁净，跟罪无关，翻译作洁净祭 ─
 从俗的洁净出来，分别给神事奉使用
 祭司先经过洁净祭，才可以事奉神

耶稣基督
被差遣

燔祭
素祭
平安祭
赎罪祭
赎愆祭

我们自己
的经历

最后，都是要我们把自己
完完全全奉献给神，来
来荣耀上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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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单是跟人有关。
比如在别人交付给我的财物上面，
比如在别人交付给我的财物上面
我对他有了亏欠、让他受到损失，
 就要先赔偿他，而且要加上百分之二十
就要先赔偿他 而且要加上百分之二十
 之后才来献祭给上帝
所以被称作是赔偿祭

